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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澳大利亚出口含石棉成分制品须知 
 

 

根据《1956 海关禁止进口规定》第 4c 条和 3B 列表，如无许可，禁止石棉或含石棉制品

进口澳大利亚。可以申请进口许可或特批进口。 

 

何为石棉 

 

石棉是六种自然形成的矿物纤维的统称，分两类： 

 

 蛇纹石石棉类—仅温石棉（白色石棉）一种 

 闪石棉类—铁石棉（褐色或灰色）、直闪石石棉、青石棉（蓝色）、透闪石石棉和

阳起石 
 

由于柔韧度、抗拉强度、隔热和化学稳定性较强且价格低廉，石棉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制品。 

 

石棉的危害 

 

所有形态的石棉都致癌。接触石棉会引发诸如肺纤维化、肺斑块、皮间瘤、胸腔积水、肺

癌、喉癌和卵巢癌。 

 

列管措施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ABF）对有可能含石棉成分的商品进行筛查。如未经许可进口含石

棉货物，ABF 将查扣货物并对进口商追究刑事责任。 

 

澳大利亚已经警告进口商不要从有石棉工业的国家采购货物，以避免商品含石棉成分的风

险。制造商如在同一家工厂生产含石棉类货物，其他类型的货物也有受石棉交叉污染的风

险。 

 
 

货物不含石棉的优势 

 

进口无石棉成分货物不会有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货物可以快速便利通关。

因此澳大利亚进口商更加愿意向可以证明货物不含石棉成分的供货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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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石棉成分的检测报告 
 

澳大利亚进口商需要提供货物不含石棉的确凿证明。建议由国家级认证协会承认的独立实

验室出具证书，证明出口的货物不含石棉成分。 

如货物可能含石棉成分，进口商可在货物出口前提前安排查验或出具证书，以便货物顺利

通关。但是，各国对石棉成分的定义并不一致，有些国家鉴定为不含石棉的产品可能依然

含有少量石棉成分。 

 

澳大利亚的国家检测机构协会 (NATA)是政府授权认可实验室资质的权威机构。 

 

贵国与 NATA 对应的机构为: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地址: 北京东城区南花市大街 8号 

邮编: 100062 

电邮: info@cnas.org.cn 电话:+86-10-67105330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建议向该机构进行咨询并确保您选取的实验室具备符合澳大利亚标准

的测试资质。例如，有些实验室使用的检测方法只能达到 1%的检测限。澳大利亚标准要求

按最低标准测试 PLM 和痕迹分析，因而检测限降至 0.1-0.01%。执法署只认可海外实验室

使用与澳标 AS4964 方法等同的检测方法而出具的标注大块样品中石棉定量的海外证书。 

 

如您所在地区没有具备石棉检测资质的实验室，我们建议您与澳大利亚客户联系，申请进

口送检样品，由 NATA 认可的实验室在澳进行检测。 

 

提供含石棉制品的风险 

 

起初对供应商的负面影响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发现海外供应商的货物含有石棉，

该供应商以后的货物将会被执法署列为重点查验对象。澳大利亚的进口商也可能不再向该

供应商购买，以免货物被查扣销毁。 

 

如需了解有关石棉管制的更多详情，请登录执法署官网： 

http://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Asbestos. 
 

mailto:info@cnas.org.cn
http://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Asbe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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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钱罐进口列管通知 
 
 

进口到澳大利亚的某些类型的储钱罐涂层铅含量超标，根据《1956 年海关

禁止进口规定》被列管。 

 

具体列管规定 

 

根据澳大利亚国标 AS/NZS ISO 8124.3:2003 玩具章节的有关规定，禁止进

口涂层含铅量超过每公斤 90 毫克的储钱罐。 

 

如果有正当理由，进口商可以申请移民边保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的书面许可进

口此类储钱罐。 

 

列管原因 

 

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向移民及边保署提出的意见和

指导，含铅超标会威胁人体健康，如儿童啃咬或舔舐铅超标涂层，造成的危害尤其

严重，因此对这类产品进行进口列管。 

 

具体措施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ABF）可要求进口商或报关行提供储钱罐涂层铅不超

标的证明。 

 

如何提供证明 

 

进口商或报关行需要提供国家机构认证且是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成员出

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出具的报告必须针对该批次货物。 

 

如无法出具检测报告 

 

ABF 将抽取样品，送到国际检测机构协会认证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进口商

需支付相关测试和仓储费用。 

 

如何获得书面许可 

 

如需进口涂层含铅超标的储钱罐，请将书面请求发至以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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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C/- Assistant Secretary, Trade Branch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6 Chan Street 
BELCONNEN ACT 2617 

 

咨询 

 

如需了解此类产品进口列管的更多背景信息，请拨打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

费者委员会（ACCC）热线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entre@accc.gov.au 。 

 

也可以访问移民及边保署的官网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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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及边境保卫署公告 

2015/38号 

 

含石棉成分的建筑材料 

 
 

移民及边保署根据不同风险对进口货物进行评估。如进口货物含石棉成分，由边境执法署

进行布控和后续处理。 

 
 

为确保澳大利亚消费者和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安全，移民及边保署将含石棉可能性较大的

进口建材作为高风险进行防控。 

 

本署呼吁行业提高对含石棉制品的进口管制和要求的认识。2003年12月31日起，澳大利

亚全面禁止进口、生产和使用任何类型的石棉及其制品。进口管制规定、各州和领地的劳

动安全和健康法律都禁止提供、运输、使用和处理石棉，特殊情况除外。尽管如此，还是

在不少进口的建材中检测到了石棉，其中包括发泡板和类似产品如纤维/水泥复合板、沥青

防潮制品、耐热密封和嵌缝材料、加热设备、绝缘材料、开关、配电板、绝缘胶带等。 

 

可能含石棉的进口建材 

 

石棉是一种天然形成的矿物纤维，由于柔韧度、抗拉强度、隔热和化学稳定性较强且价格

低廉，在某些国家依然广泛应用。与澳大利亚不同，一些国家不限制或很少限制石棉的使

用和供应。一些国家的当地标准还会将含有少量石棉的货物定为“不含石棉”。而澳大利

亚则规定，产品只要含石棉就禁止进口和使用。进口商应认识到货物原产国或来源国家可

能对石棉及其含量标准有不同定义。许多含石棉制品可以在网上任意订购并标榜为“无石

棉”制品。 

 

因此，在无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石棉仍然有可能进入澳大利亚。 

 

 

如何确保进口建材不含石棉？ 

 

进口商应确保进口澳大利亚的物品不含石棉。所有进入澳大利亚的货物都经过风险评估，

如货物有含石棉的可能，将被查扣并要求进口商提供相关单据。 

 

进口商有能需要安排检测并取得货物不含石棉的检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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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厂家提供给进口商的不含石棉证书有时存在错误或不符合澳大利亚相关规定。 

 

产品中石棉成分只能由有执照和权限的人员送检，检测机构须是国家认可的实验室。进口

商需自行安排单独查验、检测和储藏有可能含石棉的产品并承担相关费用。 

 

如了解检测、发证和其他信息，请访问本署官网以下链接： 

 
border.gov.au/Busi/Impo/Proh/Asbestos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 

合规司副司长 

 

艾琳·黛尔 

 

2015年12月15日 

堪培拉 

 

http://www.border.gov.au/Busi/Impo/Proh/Asbe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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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和漆刷进口列管通知 

 

根据《1956年海关禁止进口规定》对涂层含铅或重金属超标的铅笔和漆刷进行进

口列管。 

具体列管规定 

 

根据澳大利亚国标AS/NZS ISO 8124.3:2003玩具安全章节的有关规定，铅

笔或漆刷涂层铅和重金属含量超过以下标准的禁止进口： 

 

铅含量每公斤 90 毫克 

砷含量每公斤 25 毫克 

锑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镉含量每公斤 75 毫克 

硒含量每公斤 500 毫克  

贡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铬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钡含量每公斤 1,000 毫克 

 

如果有正当理由，进口商可以申请移民边保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的书面许可进

口此类铅笔或漆刷。 

  

列管原因 

 

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向移民及边保部提出的意见和

指导，铅或其他重金属含量超标会威胁人体健康，如儿童使用时啃咬，造成的危害

尤其严重，因此对这类产品进行进口列管。 



 

 

具体措施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ABF）可要求进口商或报关行提供铅笔或漆刷涂层铅及其他

重金属含量不超标的证明。 

如何提供证明 

 

进口商或报关行需要提供国家机构认证且是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成员出

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出具的报告必须针对该批次货物。 

如无法出具检测报告 

 

ABF将抽取样品，送到国际检测机构协会认证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进口商需

支付相关测试和仓储费用。 

如何获得书面许可 

 

如需进口涂层含铅超标的铅笔和漆刷，请将书面请求发至以下地址：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C/- Assistant Secretary, Trade Branch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6 Chan Street  

BELCONNEN ACT 2617  

咨询 

 

如需了解此类产品进口列管的更多背景信息，请拨打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

费者委员会（ACCC）热线或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centre@accc.gov.au 。 

 

也可以访问移民及边保署的官网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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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进口列管通知 

 

根据《1956年海关禁止进口规定》，对进口到澳大利亚的含铅或重金属超标的玩

具进行列管。 

具体列管规定 

 

根据澳大利亚国标AS/NZS ISO 8124.3:2003玩具安全章节的有关规定，玩

具的涂层（如漆或颜料）铅和重金属含量超过以下标准的禁止进口： 

 

铅含量每公斤 90 毫克 

砷含量每公斤 25 毫克 

锑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镉含量每公斤 75 毫克 

硒含量每公斤 500 毫克  

贡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铬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钡含量每公斤 1,000 毫克 

如果有正当理由，进口商可以申请移民边保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的书面许可进

口此类玩具。 

列管原因 

 

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向移民及边保署提出的意见和

指导，铅或其他重金属含量超标会威胁人体健康，如儿童使用玩具时啃咬，造成的

危害尤其严重，因此对这类产品进行进口列管。 

具体措施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ABF）可要求进口商或报关行提供玩具涂层中铅和其他重金

属含量不超标的证明。 

如何提供证明 

 

进口商或报关行需要提供国家机构认证且是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成员出

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出具的报告必须针对该批次货物。 

如无法出具检测报告 

 

ABF将抽取样品，送到国际检测机构协会认证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进口商需

支付相关测试和仓储费用。 

如何获得书面许可 

 

如需进口涂层含铅或其他重金属超标的玩具，请将书面请求发至以下地址：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C/- Assistant Secretary, Trade Branch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6 Chan Street  

BELCONNEN ACT 2617  

咨询 

 

如需了解此类产品进口列管的更多背景信息，请拨打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

费者委员会（ACCC）热线或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centre@accc.gov.au 。 

 

也可以访问移民及边保署的官网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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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橡皮擦进口列管通知 

 

进口到澳大利亚的某些类型的创意橡皮擦含铅或重金属超标，根据《1956年海关

禁止进口规定》被列管。 

具体列管规定 

 

根据澳大利亚国标AS/NZS ISO 8124.3:2003玩具安全章节的有关规定，带

食品气味或形状的橡皮铅和重金属含量超过以下标准的禁止进口： 

 

铅含量每公斤 90 毫克 

砷含量每公斤 25 毫克 

锑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镉含量每公斤 75 毫克 

硒含量每公斤 500 毫克  

贡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铬含量每公斤 60 毫克 

钡含量每公斤 1,000 毫克 

如果有正当理由，进口商可以申请移民边保部长或其授权代表的书面许可进

口此类橡皮。 

列管原因 

 

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向移民及边保署提出的意见和

指导，铅或其他重金属含量超标会威胁人体健康，如儿童误食带食品气味或形状的

橡皮，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因此对这类产品进行进口列管。 

具体措施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署（ABF）可要求进口商或报关行提供橡皮中铅和其他重金属含

量不超标的证明。 

如何提供证明 

 

进口商或报关行需要提供国家机构认证且是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成员出

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出具的报告必须针对该批次货物。 

如无法出具检测报告 

 

ABF将抽取样品，送到国际检测机构协会认证的实验室进行检测。进口商需

支付相关测试和仓储费用。 

如何获得书面许可 

 

如需进口含铅或重金属超标的橡皮，请将书面请求发至以下地址： 

 

Minister for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C/- Assistant Secretary, Trade Branch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6 Chan Street  

BELCONNEN ACT 2617  

咨询 

 

如需了解此类产品进口列管的更多背景信息，请拨打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

费者委员会（ACCC）热线或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centre@accc.gov.au 。 

 

也可以访问移民及边保署的官网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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